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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出職涯第一步踏出職涯第一步踏出職涯第一步踏出職涯第一步

� 找工作找工作找工作找工作 vs. 創造職業生涯創造職業生涯創造職業生涯創造職業生涯

� 職業生涯的意義職業生涯的意義職業生涯的意義職業生涯的意義

讓自己讓自己讓自己讓自己人格特質人格特質人格特質人格特質與各種與各種與各種與各種生活生活生活生活及及及及目標目標目標目標和諧一致和諧一致和諧一致和諧一致

� 求職有如推銷求職有如推銷求職有如推銷求職有如推銷/相親相親相親相親

� 關鍵的第一印象關鍵的第一印象關鍵的第一印象關鍵的第一印象

� 自我行銷的自我行銷的自我行銷的自我行銷的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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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OTSWOTSWOTSWOT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電腦能力超棒電腦能力超棒電腦能力超棒電腦能力超棒、、、、邏輯分析能力一流邏輯分析能力一流邏輯分析能力一流邏輯分析能力一流

‧‧‧‧細心又有耐心細心又有耐心細心又有耐心細心又有耐心

‧‧‧‧耐勞耐操耐勞耐操耐勞耐操耐勞耐操

‧‧‧‧有有有有10年的電腦實務經驗年的電腦實務經驗年的電腦實務經驗年的電腦實務經驗

‧‧‧‧電腦能力超棒電腦能力超棒電腦能力超棒電腦能力超棒、、、、邏輯分析能力一流邏輯分析能力一流邏輯分析能力一流邏輯分析能力一流

‧‧‧‧細心又有耐心細心又有耐心細心又有耐心細心又有耐心

‧‧‧‧耐勞耐操耐勞耐操耐勞耐操耐勞耐操

‧‧‧‧有有有有10年的電腦實務經驗年的電腦實務經驗年的電腦實務經驗年的電腦實務經驗

Strength 優勢優勢優勢優勢SStrengthtrength 優勢優勢優勢優勢優勢優勢優勢優勢
‧‧‧‧學習新知識比別人快學習新知識比別人快學習新知識比別人快學習新知識比別人快，，，，學習意願很高學習意願很高學習意願很高學習意願很高

‧‧‧‧有能力出國或在國內拿碩有能力出國或在國內拿碩有能力出國或在國內拿碩有能力出國或在國內拿碩、、、、博士博士博士博士

‧‧‧‧雖不太會講話雖不太會講話雖不太會講話雖不太會講話、、、、但很誠懇但很誠懇但很誠懇但很誠懇，，，，人緣還不錯人緣還不錯人緣還不錯人緣還不錯

‧‧‧‧對於管理工作愈來愈有興趣對於管理工作愈來愈有興趣對於管理工作愈來愈有興趣對於管理工作愈來愈有興趣

‧‧‧‧學習新知識比別人快學習新知識比別人快學習新知識比別人快學習新知識比別人快，，，，學習意願很高學習意願很高學習意願很高學習意願很高

‧‧‧‧有能力出國或在國內拿碩有能力出國或在國內拿碩有能力出國或在國內拿碩有能力出國或在國內拿碩、、、、博士博士博士博士

‧‧‧‧雖不太會講話雖不太會講話雖不太會講話雖不太會講話、、、、但很誠懇但很誠懇但很誠懇但很誠懇，，，，人緣還不錯人緣還不錯人緣還不錯人緣還不錯

‧‧‧‧對於管理工作愈來愈有興趣對於管理工作愈來愈有興趣對於管理工作愈來愈有興趣對於管理工作愈來愈有興趣

Opportunity 機會機會機會機會OOpportunitypportunity 機會機會機會機會機會機會機會機會

‧‧‧‧害羞內向近乎自閉害羞內向近乎自閉害羞內向近乎自閉害羞內向近乎自閉，，，，不善與人溝通不善與人溝通不善與人溝通不善與人溝通、、、、太害羞太害羞太害羞太害羞

‧‧‧‧只有大學畢業只有大學畢業只有大學畢業只有大學畢業、、、、英文不佳英文不佳英文不佳英文不佳

‧‧‧‧不會打扮不會打扮不會打扮不會打扮、、、、人又長得不怎樣人又長得不怎樣人又長得不怎樣人又長得不怎樣

‧‧‧‧害羞內向近乎自閉害羞內向近乎自閉害羞內向近乎自閉害羞內向近乎自閉，，，，不善與人溝通不善與人溝通不善與人溝通不善與人溝通、、、、太害羞太害羞太害羞太害羞

‧‧‧‧只有大學畢業只有大學畢業只有大學畢業只有大學畢業、、、、英文不佳英文不佳英文不佳英文不佳

‧‧‧‧不會打扮不會打扮不會打扮不會打扮、、、、人又長得不怎樣人又長得不怎樣人又長得不怎樣人又長得不怎樣

Weakness 劣勢劣勢劣勢劣勢WWeaknesseakness 劣勢劣勢劣勢劣勢劣勢劣勢劣勢劣勢

‧‧‧‧公司內的碩公司內的碩公司內的碩公司內的碩、、、、博士滿天飛博士滿天飛博士滿天飛博士滿天飛

‧‧‧‧電腦說明書都是原文電腦說明書都是原文電腦說明書都是原文電腦說明書都是原文，，，，得慢慢查詢字典很累得慢慢查詢字典很累得慢慢查詢字典很累得慢慢查詢字典很累

‧‧‧‧工程師愈來愈年輕工程師愈來愈年輕工程師愈來愈年輕工程師愈來愈年輕，，，，長江後浪推前浪長江後浪推前浪長江後浪推前浪長江後浪推前浪；；；；

電腦知識日新月異電腦知識日新月異電腦知識日新月異電腦知識日新月異，，，，有時覺得力不從心有時覺得力不從心有時覺得力不從心有時覺得力不從心

‧‧‧‧公司內的碩公司內的碩公司內的碩公司內的碩、、、、博士滿天飛博士滿天飛博士滿天飛博士滿天飛

‧‧‧‧電腦說明書都是原文電腦說明書都是原文電腦說明書都是原文電腦說明書都是原文，，，，得慢慢查詢字典很累得慢慢查詢字典很累得慢慢查詢字典很累得慢慢查詢字典很累

‧‧‧‧工程師愈來愈年輕工程師愈來愈年輕工程師愈來愈年輕工程師愈來愈年輕，，，，長江後浪推前浪長江後浪推前浪長江後浪推前浪長江後浪推前浪；；；；

電腦知識日新月異電腦知識日新月異電腦知識日新月異電腦知識日新月異，，，，有時覺得力不從心有時覺得力不從心有時覺得力不從心有時覺得力不從心

Threaten 威脅威脅威脅威脅TThreatenhreaten 威脅威脅威脅威脅威脅威脅威脅威脅

→→→→轉為在業務判斷上的能力轉為在業務判斷上的能力轉為在業務判斷上的能力轉為在業務判斷上的能力

→→→→主管的好特質之主管的好特質之主管的好特質之主管的好特質之ㄧㄧㄧㄧ

→→→→可成為同仁的表率可成為同仁的表率可成為同仁的表率可成為同仁的表率

→→→→可傳承可傳承可傳承可傳承

→→→→開始閱讀管理書籍與商業類雜誌開始閱讀管理書籍與商業類雜誌開始閱讀管理書籍與商業類雜誌開始閱讀管理書籍與商業類雜誌

→→→→再修一個學位再修一個學位再修一個學位再修一個學位

→→→→有利於主管的領導魅力有利於主管的領導魅力有利於主管的領導魅力有利於主管的領導魅力
→→→→多多服務多多服務多多服務多多服務、、、、幫助同事幫助同事幫助同事幫助同事，，，，建立更好的口碑建立更好的口碑建立更好的口碑建立更好的口碑

→→→→找機會向你的主管展示你的野心找機會向你的主管展示你的野心找機會向你的主管展示你的野心找機會向你的主管展示你的野心
→→→→自告奮勇去領導一些小專案自告奮勇去領導一些小專案自告奮勇去領導一些小專案自告奮勇去領導一些小專案

→→→→不需口才很好但需要學習溝通不需口才很好但需要學習溝通不需口才很好但需要學習溝通不需口才很好但需要學習溝通

→→→→可修一個可修一個可修一個可修一個EMBA，，，，對面子與裡子都有幫助對面子與裡子都有幫助對面子與裡子都有幫助對面子與裡子都有幫助

→→→→帥不帥不重要帥不帥不重要帥不帥不重要帥不帥不重要，，，，但須學習打扮得體與商業禮儀但須學習打扮得體與商業禮儀但須學習打扮得體與商業禮儀但須學習打扮得體與商業禮儀

→→→→再修一個學位再修一個學位再修一個學位再修一個學位

→→→→加修相關英文課程加修相關英文課程加修相關英文課程加修相關英文課程，，，，外商公司主管英文是必備的外商公司主管英文是必備的外商公司主管英文是必備的外商公司主管英文是必備的

→→→→需轉做主管否則會被後浪淹死需轉做主管否則會被後浪淹死需轉做主管否則會被後浪淹死需轉做主管否則會被後浪淹死

Case 
‧‧‧‧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George杜杜杜杜，，，，男性男性男性男性，，，，35歲的美商電腦軟體工程師歲的美商電腦軟體工程師歲的美商電腦軟體工程師歲的美商電腦軟體工程師，，，，已在職場超過已在職場超過已在職場超過已在職場超過10年年年年。。。。
‧‧‧‧工作期望工作期望工作期望工作期望：：：：希望希望希望希望2年內可晉升為部門主管年內可晉升為部門主管年內可晉升為部門主管年內可晉升為部門主管，，，，50歲之前可成為至少是副總以上之高階主管歲之前可成為至少是副總以上之高階主管歲之前可成為至少是副總以上之高階主管歲之前可成為至少是副總以上之高階主管。。。。

Case Case 
‧‧‧‧‧‧‧‧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GeorgeGeorge杜杜杜杜，，，，男性男性男性男性，，，，杜杜杜杜，，，，男性男性男性男性，，，，3535歲的美商電腦軟體工程師歲的美商電腦軟體工程師歲的美商電腦軟體工程師歲的美商電腦軟體工程師，，，，已在職場超過已在職場超過已在職場超過已在職場超過歲的美商電腦軟體工程師歲的美商電腦軟體工程師歲的美商電腦軟體工程師歲的美商電腦軟體工程師，，，，已在職場超過已在職場超過已在職場超過已在職場超過1010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工作期望工作期望工作期望工作期望：：：：希望希望希望希望工作期望工作期望工作期望工作期望：：：：希望希望希望希望22年內可晉升為部門主管年內可晉升為部門主管年內可晉升為部門主管年內可晉升為部門主管，，，，年內可晉升為部門主管年內可晉升為部門主管年內可晉升為部門主管年內可晉升為部門主管，，，，5050歲之前可成為至少是副總以上之高階主管歲之前可成為至少是副總以上之高階主管歲之前可成為至少是副總以上之高階主管歲之前可成為至少是副總以上之高階主管。。。。歲之前可成為至少是副總以上之高階主管歲之前可成為至少是副總以上之高階主管歲之前可成為至少是副總以上之高階主管歲之前可成為至少是副總以上之高階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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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行行行行何處是本命星何處是本命星何處是本命星何處是本命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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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特質性格特質性格特質性格特質

核心關鍵能力核心關鍵能力核心關鍵能力核心關鍵能力

工作類型工作類型工作類型工作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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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ortfolio 生涯歷程檔案生涯歷程檔案生涯歷程檔案生涯歷程檔案

歷年修課紀錄歷年修課紀錄歷年修課紀錄歷年修課紀錄歷年修課紀錄歷年修課紀錄歷年修課紀錄歷年修課紀錄歷年修課紀錄歷年修課紀錄歷年修課紀錄歷年修課紀錄 修課紀錄修課紀錄修課紀錄修課紀錄修課紀錄修課紀錄修課紀錄修課紀錄

成果成果成果成果/作品作品作品作品成果成果成果成果/作品作品作品作品

自我介紹自我介紹自我介紹自我介紹自我介紹自我介紹自我介紹自我介紹自我介紹自我介紹自我介紹自我介紹

學學學學/經歷經歷經歷經歷學學學學學學學學//經歷經歷經歷經歷經歷經歷經歷經歷 求學求學求學求學/社團社團社團社團/課外活動課外活動課外活動課外活動求學求學求學求學/社團社團社團社團/課外活動課外活動課外活動課外活動

技能技能技能技能/證照證照證照證照/獲獎紀錄獲獎紀錄獲獎紀錄獲獎紀錄技能技能技能技能/證照證照證照證照/獲獎紀錄獲獎紀錄獲獎紀錄獲獎紀錄

業界見習紀錄業界見習紀錄業界見習紀錄業界見習紀錄業界見習紀錄業界見習紀錄業界見習紀錄業界見習紀錄

生涯目標生涯目標生涯目標生涯目標生涯目標生涯目標生涯目標生涯目標生涯目標生涯目標生涯目標生涯目標 短期短期短期短期、、、、中期中期中期中期、、、、長期長期長期長期短期短期短期短期、、、、中期中期中期中期、、、、長期長期長期長期

反思回饋紀錄反思回饋紀錄反思回饋紀錄反思回饋紀錄反思回饋紀錄反思回饋紀錄反思回饋紀錄反思回饋紀錄反思回饋紀錄反思回饋紀錄反思回饋紀錄反思回饋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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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歷表履歷表履歷表履歷表五大重點五大重點五大重點五大重點

新鮮人履歷常見弱點新鮮人履歷常見弱點新鮮人履歷常見弱點新鮮人履歷常見弱點
無法呈現個人優勢無法呈現個人優勢無法呈現個人優勢無法呈現個人優勢 80%
沒有附上自傳沒有附上自傳沒有附上自傳沒有附上自傳 54%
未設定應徵項目未設定應徵項目未設定應徵項目未設定應徵項目 33% 

工作經驗工作經驗工作經驗工作經驗工作經驗工作經驗工作經驗工作經驗

自傳內容自傳內容自傳內容自傳內容自傳內容自傳內容自傳內容自傳內容

文字表達文字表達文字表達文字表達文字表達文字表達文字表達文字表達 專長背景專長背景專長背景專長背景專長背景專長背景專長背景專長背景

求職目標求職目標求職目標求職目標求職目標求職目標求職目標求職目標

黃金黃金黃金黃金34秒秒秒秒黃金黃金黃金黃金34秒秒秒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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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表達文字表達文字表達文字表達文字表達文字表達文字表達文字表達文字表達文字表達文字表達文字表達

自傳內容自傳內容自傳內容自傳內容自傳內容自傳內容自傳內容自傳內容自傳內容自傳內容自傳內容自傳內容

求職目標求職目標求職目標求職目標求職目標求職目標求職目標求職目標求職目標求職目標求職目標求職目標

專長背景專長背景專長背景專長背景專長背景專長背景專長背景專長背景專長背景專長背景專長背景專長背景

工作經驗工作經驗工作經驗工作經驗工作經驗工作經驗工作經驗工作經驗工作經驗工作經驗工作經驗工作經驗

寫履歷寫履歷寫履歷寫履歷，，，，命中要害命中要害命中要害命中要害!!

•勿長篇大論抓不住重點勿長篇大論抓不住重點勿長篇大論抓不住重點勿長篇大論抓不住重點
•展現個人抱負與企圖心展現個人抱負與企圖心展現個人抱負與企圖心展現個人抱負與企圖心

•勿長篇大論抓不住重點勿長篇大論抓不住重點勿長篇大論抓不住重點勿長篇大論抓不住重點
•展現個人抱負與企圖心展現個人抱負與企圖心展現個人抱負與企圖心展現個人抱負與企圖心

•基本資料簡單扼要基本資料簡單扼要基本資料簡單扼要基本資料簡單扼要
•凸顯個人特殊的學經歷凸顯個人特殊的學經歷凸顯個人特殊的學經歷凸顯個人特殊的學經歷

•基本資料簡單扼要基本資料簡單扼要基本資料簡單扼要基本資料簡單扼要
•凸顯個人特殊的學經歷凸顯個人特殊的學經歷凸顯個人特殊的學經歷凸顯個人特殊的學經歷

•要懂得要懂得要懂得要懂得「「「「說故事說故事說故事說故事」」」」
•事實陳述取代抽象形容事實陳述取代抽象形容事實陳述取代抽象形容事實陳述取代抽象形容

•要懂得要懂得要懂得要懂得「「「「說故事說故事說故事說故事」」」」
•事實陳述取代抽象形容事實陳述取代抽象形容事實陳述取代抽象形容事實陳述取代抽象形容

•漏填應徵職務漏填應徵職務漏填應徵職務漏填應徵職務→→→→死當死當死當死當•漏填應徵職務漏填應徵職務漏填應徵職務漏填應徵職務→→→→死當死當死當死當

•告訴企業憑什麼僱用你告訴企業憑什麼僱用你告訴企業憑什麼僱用你告訴企業憑什麼僱用你?
•別小看別小看別小看別小看「「「「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與與與與「「「「個人作品個人作品個人作品個人作品」」」」

•告訴企業憑什麼僱用你告訴企業憑什麼僱用你告訴企業憑什麼僱用你告訴企業憑什麼僱用你?
•別小看別小看別小看別小看「「「「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與與與與「「「「個人作品個人作品個人作品個人作品」」」」



Maggie Shen

8

履歷致命傷履歷致命傷履歷致命傷履歷致命傷 -為何企業懶得看為何企業懶得看為何企業懶得看為何企業懶得看?

文字表達文字表達文字表達文字表達文字表達文字表達文字表達文字表達文字表達文字表達文字表達文字表達

自傳內容自傳內容自傳內容自傳內容自傳內容自傳內容自傳內容自傳內容自傳內容自傳內容自傳內容自傳內容

求職目標求職目標求職目標求職目標求職目標求職目標求職目標求職目標求職目標求職目標求職目標求職目標

專長背景專長背景專長背景專長背景專長背景專長背景專長背景專長背景專長背景專長背景專長背景專長背景

工作經驗工作經驗工作經驗工作經驗工作經驗工作經驗工作經驗工作經驗工作經驗工作經驗工作經驗工作經驗

•語氣拿捏錯誤語氣拿捏錯誤語氣拿捏錯誤語氣拿捏錯誤
•錯別字錯別字錯別字錯別字、、、、注音文注音文注音文注音文、、、、火星文火星文火星文火星文

•語氣拿捏錯誤語氣拿捏錯誤語氣拿捏錯誤語氣拿捏錯誤
•錯別字錯別字錯別字錯別字、、、、注音文注音文注音文注音文、、、、火星文火星文火星文火星文

•累贅介紹家世背景累贅介紹家世背景累贅介紹家世背景累贅介紹家世背景
•未填寫相關工作或學習經驗未填寫相關工作或學習經驗未填寫相關工作或學習經驗未填寫相關工作或學習經驗

•累贅介紹家世背景累贅介紹家世背景累贅介紹家世背景累贅介紹家世背景
•未填寫相關工作或學習經驗未填寫相關工作或學習經驗未填寫相關工作或學習經驗未填寫相關工作或學習經驗

•缺乏條理缺乏條理缺乏條理缺乏條理、、、、記流水帳記流水帳記流水帳記流水帳
•太短或根本沒寫太短或根本沒寫太短或根本沒寫太短或根本沒寫，，，，看似敷衍看似敷衍看似敷衍看似敷衍

•缺乏條理缺乏條理缺乏條理缺乏條理、、、、記流水帳記流水帳記流水帳記流水帳
•太短或根本沒寫太短或根本沒寫太短或根本沒寫太短或根本沒寫，，，，看似敷衍看似敷衍看似敷衍看似敷衍

•履歷與職缺搭不上邊履歷與職缺搭不上邊履歷與職缺搭不上邊履歷與職缺搭不上邊
•不合理的薪資要求不合理的薪資要求不合理的薪資要求不合理的薪資要求

•履歷與職缺搭不上邊履歷與職缺搭不上邊履歷與職缺搭不上邊履歷與職缺搭不上邊
•不合理的薪資要求不合理的薪資要求不合理的薪資要求不合理的薪資要求

•內容空洞不具體內容空洞不具體內容空洞不具體內容空洞不具體•內容空洞不具體內容空洞不具體內容空洞不具體內容空洞不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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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歷十大禁忌履歷十大禁忌履歷十大禁忌履歷十大禁忌

� 錯別字過多錯別字過多錯別字過多錯別字過多

� 履歷出現注音文或火星文履歷出現注音文或火星文履歷出現注音文或火星文履歷出現注音文或火星文

� 自傳太短或根本沒寫自傳太短或根本沒寫自傳太短或根本沒寫自傳太短或根本沒寫，，，，看似敷衍看似敷衍看似敷衍看似敷衍

� 好高騖遠好高騖遠好高騖遠好高騖遠，，，，無工作經驗卻應徵管理職無工作經驗卻應徵管理職無工作經驗卻應徵管理職無工作經驗卻應徵管理職

� 描述條件與應徵工作內容不符描述條件與應徵工作內容不符描述條件與應徵工作內容不符描述條件與應徵工作內容不符

� 不合理的薪資要求不合理的薪資要求不合理的薪資要求不合理的薪資要求

� 不適當的履歷照片不適當的履歷照片不適當的履歷照片不適當的履歷照片，，，，例如沙龍照或搞怪照例如沙龍照或搞怪照例如沙龍照或搞怪照例如沙龍照或搞怪照

� 看得出來是亂槍打鳥看得出來是亂槍打鳥看得出來是亂槍打鳥看得出來是亂槍打鳥，，，，一份多投一份多投一份多投一份多投

� 未填寫相關工作或學習經驗未填寫相關工作或學習經驗未填寫相關工作或學習經驗未填寫相關工作或學習經驗 (時間點未填或矛盾時間點未填或矛盾時間點未填或矛盾時間點未填或矛盾)
� 沒有留下本名沒有留下本名沒有留下本名沒有留下本名，，，，以綽號以綽號以綽號以綽號、、、、英文名取代英文名取代英文名取代英文名取代

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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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蒐集蒐集蒐集

公司資料公司資料公司資料公司資料

弄清楚弄清楚弄清楚弄清楚

職務需求職務需求職務需求職務需求

相關工作經驗相關工作經驗相關工作經驗相關工作經驗

有組織的有組織的有組織的有組織的

想過一遍想過一遍想過一遍想過一遍

展現展現展現展現

企圖心企圖心企圖心企圖心

積極度積極度積極度積極度(配合度配合度配合度配合度)

達陣成功的要領達陣成功的要領達陣成功的要領達陣成功的要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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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http://www.chipmos.comwww.chipmos.com

http://www.104.com.tw/gohttp://www.104.com.tw/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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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試考古題面試考古題面試考古題面試考古題

� 你對於我們公司瞭解多少你對於我們公司瞭解多少你對於我們公司瞭解多少你對於我們公司瞭解多少?為什麼想來我們公司工作為什麼想來我們公司工作為什麼想來我們公司工作為什麼想來我們公司工作?
� 你期待的薪資是多少你期待的薪資是多少你期待的薪資是多少你期待的薪資是多少?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 你找工作時最在乎的是什麼你找工作時最在乎的是什麼你找工作時最在乎的是什麼你找工作時最在乎的是什麼?請談一下你理想中的工作請談一下你理想中的工作請談一下你理想中的工作請談一下你理想中的工作。。。。

� 當你遇到困難的時候當你遇到困難的時候當你遇到困難的時候當你遇到困難的時候，，，，你會怎麼克服呢你會怎麼克服呢你會怎麼克服呢你會怎麼克服呢? (最大的挫折最大的挫折最大的挫折最大的挫折?)
� 談談你自己吧談談你自己吧談談你自己吧談談你自己吧！！！！(自我介紹自我介紹自我介紹自我介紹)
� 如果我雇用你如果我雇用你如果我雇用你如果我雇用你，，，，你覺得可以為部門帶來什麼樣的貢獻你覺得可以為部門帶來什麼樣的貢獻你覺得可以為部門帶來什麼樣的貢獻你覺得可以為部門帶來什麼樣的貢獻?
� 請談談你過去的打工經驗請談談你過去的打工經驗請談談你過去的打工經驗請談談你過去的打工經驗。。。。(社團社團社團社團?實習實習實習實習?)
� 你如何規劃未來你如何規劃未來你如何規劃未來你如何規劃未來，，，，描述一下描述一下描述一下描述一下5年後或年後或年後或年後或10年後的自己年後的自己年後的自己年後的自己?
� 可不可以談談自己的優缺點為何可不可以談談自己的優缺點為何可不可以談談自己的優缺點為何可不可以談談自己的優缺點為何?(個性個性個性個性?)
� 你認為你會被錄取嗎你認為你會被錄取嗎你認為你會被錄取嗎你認為你會被錄取嗎？？？？爲爲爲爲什麼什麼什麼什麼？？？？(為什麼要選你為什麼要選你為什麼要選你為什麼要選你?)

公認公認公認公認公認公認公認公認最難纏最難纏最難纏最難纏最難纏最難纏最難纏最難纏的面試考題的面試考題的面試考題的面試考題的面試考題的面試考題的面試考題的面試考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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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試備忘錄面試備忘錄面試備忘錄面試備忘錄12條條條條

� 傳達訊息傳達訊息傳達訊息傳達訊息：：：：

你能勝任工作你能勝任工作你能勝任工作你能勝任工作、、、、你是有利資產你是有利資產你是有利資產你是有利資產、、、、你有強烈意願你有強烈意願你有強烈意願你有強烈意願、、、、你有明確生涯目標你有明確生涯目標你有明確生涯目標你有明確生涯目標。。。。

� 主考官的問題主考官的問題主考官的問題主考官的問題、、、、背後都有其意義背後都有其意義背後都有其意義背後都有其意義。。。。

� 充滿自信就是魅力充滿自信就是魅力充滿自信就是魅力充滿自信就是魅力！！！！但不可流於自滿但不可流於自滿但不可流於自滿但不可流於自滿。。。。

� 面對問題面對問題面對問題面對問題，，，，結合過去經驗佐證結合過去經驗佐證結合過去經驗佐證結合過去經驗佐證→→→→更有說服力更有說服力更有說服力更有說服力！！！！

� 回答前後一貫回答前後一貫回答前後一貫回答前後一貫，，，，勿自相矛盾勿自相矛盾勿自相矛盾勿自相矛盾。。。。

� 少用少用少用少用「「「「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無法我無法我無法我無法」、「」、「」、「」、「我不想我不想我不想我不想」」」」負面字眼負面字眼負面字眼負面字眼。。。。

� 爭議性話題之考題爭議性話題之考題爭議性話題之考題爭議性話題之考題，，，，勿妄自發表議論勿妄自發表議論勿妄自發表議論勿妄自發表議論、、、、頂撞頂撞頂撞頂撞。。。。

� 尖銳尖銳尖銳尖銳、、、、負面問題負面問題負面問題負面問題，，，，就是測試你的臨場反應就是測試你的臨場反應就是測試你的臨場反應就是測試你的臨場反應。。。。要有肚量要有肚量要有肚量要有肚量、、、、臨危不亂臨危不亂臨危不亂臨危不亂。。。。

� 不隨便插嘴不隨便插嘴不隨便插嘴不隨便插嘴。。。。

� 不要太嚴肅不要太嚴肅不要太嚴肅不要太嚴肅。。。。

� 主動出擊主動出擊主動出擊主動出擊，，，，提出有意思的話題提出有意思的話題提出有意思的話題提出有意思的話題。。。。

� 勿迫不及待詢問薪資福利勿迫不及待詢問薪資福利勿迫不及待詢問薪資福利勿迫不及待詢問薪資福利，，，，將留下一心往將留下一心往將留下一心往將留下一心往「「「「錢錢錢錢」」」」看印象看印象看印象看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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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試當天面試當天面試當天面試當天…………

� 勿喝太多水勿喝太多水勿喝太多水勿喝太多水。。。。

� 適宜的穿著打扮適宜的穿著打扮適宜的穿著打扮適宜的穿著打扮。。。。

� 提前提前提前提前15分鐘到達分鐘到達分鐘到達分鐘到達，，，，遲到是大忌遲到是大忌遲到是大忌遲到是大忌！！！！

� 注意禮貌注意禮貌注意禮貌注意禮貌、、、、誠實呈現最好的一面誠實呈現最好的一面誠實呈現最好的一面誠實呈現最好的一面

� 電話約談那一刻起電話約談那一刻起電話約談那一刻起電話約談那一刻起，，，，人資已悄悄打分數人資已悄悄打分數人資已悄悄打分數人資已悄悄打分數

� 注意人身安全注意人身安全注意人身安全注意人身安全，，，，清楚告知親友面談時間清楚告知親友面談時間清楚告知親友面談時間清楚告知親友面談時間、、、、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 知名企業知名企業知名企業知名企業、、、、大型活動應徵大型活動應徵大型活動應徵大型活動應徵，，，，親友勿陪同親友勿陪同親友勿陪同親友勿陪同！！！！

� 繳交證件繳交證件繳交證件繳交證件?只能給影本只能給影本只能給影本只能給影本、、、、寫明用途寫明用途寫明用途寫明用途。。。。(繳錢繳錢繳錢繳錢?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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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試衣著面試衣著面試衣著面試衣著

科技業科技業科技業科技業科技業科技業科技業科技業

法律法律法律法律法律法律法律法律//會計業會計業會計業會計業會計業會計業會計業會計業

媒體媒體媒體媒體、、、、旅遊旅遊旅遊旅遊媒體媒體媒體媒體、、、、旅遊旅遊旅遊旅遊

廣告廣告廣告廣告、、、、公關公關公關公關廣告廣告廣告廣告、、、、公關公關公關公關

男男男男：：：：白色白色白色白色、、、、米色或藍色襯衫米色或藍色襯衫米色或藍色襯衫米色或藍色襯衫
女女女女：：：：淺色裙裝淺色裙裝淺色裙裝淺色裙裝、、、、乳白或淺黃淺紫乳白或淺黃淺紫乳白或淺黃淺紫乳白或淺黃淺紫

男男男男/女女女女：：：：重視重視重視重視「「「「特色特色特色特色」、「」、「」、「」、「創意創意創意創意」，」，」，」，
男西裝男西裝男西裝男西裝/女套裝女套裝女套裝女套裝仍是不敗選擇仍是不敗選擇仍是不敗選擇仍是不敗選擇

男男男男：：：：深藍深藍深藍深藍、、、、黑色西裝黑色西裝黑色西裝黑色西裝
女女女女：：：：淺色淺色淺色淺色/大地色系大地色系大地色系大地色系、、、、套裝套裝套裝套裝/及膝裙及膝裙及膝裙及膝裙、、、、包鞋包鞋包鞋包鞋

男男男男：：：：襯衫襯衫襯衫襯衫、、、、線衫線衫線衫線衫、、、、西褲西褲西褲西褲、、、、卡其褲卡其褲卡其褲卡其褲
女女女女：：：：淡妝淡妝淡妝淡妝、、、、素色素色素色素色、、、、中性套裝中性套裝中性套裝中性套裝/裙裝裙裝裙裝裙裝

「「「「適度展現適度展現適度展現適度展現」」」」
個人風格個人風格個人風格個人風格、、、、
活力活力活力活力、、、、親和力親和力親和力親和力

多一點個人品味多一點個人品味多一點個人品味多一點個人品味
、、、、擅用配件擅用配件擅用配件擅用配件

保守保守保守保守、、、、營造穩重營造穩重營造穩重營造穩重
、、、、權威的專業感權威的專業感權威的專業感權威的專業感

不必太花俏不必太花俏不必太花俏不必太花俏
、、、、刻意打扮刻意打扮刻意打扮刻意打扮

妝容清新自然妝容清新自然妝容清新自然妝容清新自然
展現好氣色展現好氣色展現好氣色展現好氣色

妝容清新自然妝容清新自然妝容清新自然妝容清新自然
展現好氣色展現好氣色展現好氣色展現好氣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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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提問提問提問 -獲得好感度獲得好感度獲得好感度獲得好感度

� 您心目中理想的人選您心目中理想的人選您心目中理想的人選您心目中理想的人選，，，，需具備些特質和經歷需具備些特質和經歷需具備些特質和經歷需具備些特質和經歷？？？？

� 依您的經驗及看法依您的經驗及看法依您的經驗及看法依您的經驗及看法，，，，這份工作最大的挑戰會來自於這份工作最大的挑戰會來自於這份工作最大的挑戰會來自於這份工作最大的挑戰會來自於……？？？？

� 請問貴單位目前最需要解決的問題為何請問貴單位目前最需要解決的問題為何請問貴單位目前最需要解決的問題為何請問貴單位目前最需要解決的問題為何？？？？

� 我面試的表現有需要改進的地方嗎我面試的表現有需要改進的地方嗎我面試的表現有需要改進的地方嗎我面試的表現有需要改進的地方嗎？？？？

最後最後最後最後，，，，主考官問你有沒有問題主考官問你有沒有問題主考官問你有沒有問題主考官問你有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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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Q & AQ & AQ & AQ & AQ & AQ & AQ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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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祝預祝預祝預祝預祝預祝預祝預祝達陣成功達陣成功達陣成功達陣成功達陣成功達陣成功達陣成功達陣成功


